
赦免 圣经(106次)

新约(33次)
福音书(18)
历史书(1)
保罗书信(9)

马太福音(4) 马可福音(3) 路加福音(9) 约翰福音(2)
使徒行传(1)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5)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1)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2) 帖
撒罗尼迦前书(0)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0)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赦免 shè miǎn

普通书信(5) 希伯来书(2) 雅各书(1)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2)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0)

律法书(26)
历史书(14)

预言书(0)

约书亚记(1)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5) 列王记下(1)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6)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0) 出埃及记(4) 利未记(10) 民数记(10) 申命记(2)
旧约(73次)

以赛亚书(6) 耶利米书(7)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1)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3)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1)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6)
诗歌智慧书(14) 约伯记(2) 诗篇(12)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0)

出23:21 因为他必不~你们的过犯。
32:32 倘或你肯~他们的罪、．．．
34: 7 ~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
34: 9 又求你~我们的罪孽、和罪恶
利 4:20 要为他们赎罪、他们必蒙~。
 4:26 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
 4:31 的祭、为他赎罪、他必蒙~。
 4:35 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
 5:10 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
 5:13 他必蒙~．剩下的面、都归与
 5:16 绵羊、为他赎罪、他必蒙~。
 5:18 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必蒙~。
 6: 7 事、使他有了罪、都必蒙~。
19:22 所犯的罪．他的罪就必蒙~。
民14:18 ~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
14:19 ~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
14:19 埃及到如今、常~他们一样。
14:20 说、我照着你的话~了他们。
15:25 他们就必蒙~、因为这是错误
15:26 就必蒙~、因为这罪是百姓误
15:28 面前为他赎罪、他就必蒙~。
30: 5 耶和华也必~他、因为他父亲
30: 8 的冒失话、耶和华也必~他。
30:12 两样废了．耶和华也必~他。
申21: 8 求你~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
21: 8 间．这样、流血的罪必得~。
书24:19 神、必不~你们的过犯罪恶．
撒上15:25 现在求你~我的罪、同我回去
王上 8:30 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

 8:34 ~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
 8:36 ~你仆人以色列民的罪、将当
 8:39 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
 8:50 ~他们的一切过犯、使他们在

王下24: 4 耶路撒冷．耶和华决不肯~。
代下 6:21 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

 6:25 ~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
 6:27 ~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的罪、
 6:30 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
 6:39 为他们伸冤、~他们的过犯。
 7:14 ~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伯 7:21 为何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
10:14 就察看我、并不~我的罪孽。

诗19:12 愿你~我隐而未现的过错。
25:11 求你因你的名~我的罪、因为
25:18 我的艰难、~我一切的罪。
32: 1 得~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
32: 5 你就~我的罪恶。〔细拉〕
65: 3 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
78:38 ~他们的罪孽、不灭绝他们．
79: 9 故、搭救我们、~我们的罪。
85: 2 你~了你百姓的罪孽、遮盖了
99: 8 你是~他们的　神、却按他们
103: 3 他~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
130: 4 但在你有~之恩、要叫人敬畏
赛 6: 7 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了。
22:14 断不得~．这是主万军之耶和
27: 9 所以雅各的罪孽得~、他的罪
33:24 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了。
40: 2 他的罪孽~了、他为自己的一
55: 7 的　神、因为　神必广行~。
耶 5: 1 实没有、若有、我就~这城。
 5: 7 我怎能~你呢．你的儿女离弃
18:23 不要~他们的罪孽、也不要从
31:34 我要~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念
33: 8 又要~他们的一切罪、就是干
36: 3 我好~他们的罪孽和罪恶。
50:20 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
哀 3:42 我们犯罪背逆、你并不~。
结16:63 好使你在我~你一切所行的时
但 9:19 求主~、求主应允而行、为你
何 1: 6 怜悯以色列家、决不~他们．
摩 7: 2 求你~．因为雅各微弱、他怎
弥 7:18 ~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
太12:31 都可得~．惟独亵渎圣灵、总
12:31 惟独亵渎圣灵、总不得~。
12:32 还可得~．惟独说话干犯圣灵
12:32 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
可 3:28 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
 3:29 却永不得~、乃要担当永远的
 4:12 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
路 7:47 他许多的罪都~了．因为他的
 7:47 但那~少的、他的爱就少。
 7:48 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了。
 7:49 这是什么人、竟~人的罪呢。

11: 4 ~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
11: 4 因为我们也~凡亏欠我们的人
12:10 还可得~、惟独亵渎圣灵的、
12:10 惟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
23:34 ~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
约20:23 你们~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
20:23 谁的罪就~了．你们留下谁的
徒 8:22 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
罗 4: 7 得~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
林后 2: 7 倒不如~他、安慰他、免得他

 2:10 你们~谁、我也赦免谁、我若
 2:10 我也~谁、我若有所赦免的、
 2:10 我若有所~的、是在基督面前
 2:10 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的．
弗 1: 7 过犯得以~、乃是照他丰富的
西 1:14 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
 2:13 　神~了你们〔或作我们〕一
来 9:22 若不流血、罪就不得~了。
10:18 这些罪过既已~、就不用再为
雅 5:15 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
约壹 1: 9 必要~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

 2:12 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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